
 

 

文藻外語大學 

第二十一屆學生會學生議會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常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09月 28日（五） 

地 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主 席：學生會學生議會議長 黃秉義 

紀 錄：學生會學生議會秘書處秘書 林巧晏 



時間 110/09/28 17：19～19：10 

地點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主席 學生會 學生議會 議長 黃秉義 

紀錄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 林巧晏 

出席 黃秉義、許郁晨、魏品謙、洪采妘、洪宇榛、劉芸娟、謝文勛、

章子昕、貴萬宇、楊璦菱、解朝程、常家晟、陳姿怡、施旭東、

吳宸曦、蔡依橙、陳在翔、李敏誠、楊諮昀 

列席 學生會 會長 李函蒨 

學生會 副會長 林均衡 

學生會 執行長 吳佩蓉 

學生會 副執行長 朱靜瑜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秘書處 處長 王名妍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秘書處 副處長 曾宥銨 

學生會 行政中心 人資部 部長 楊蕙慈 

學生會 行政中心 人資部 副部長 鄭蓉蔚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社務部 部長 陳妤瑄 

學生會 行政中心 社務部 副部長 郭舒蔓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公關部 部長 歐佩欣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公關部 副部長 余宇涵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設計部 部長 賴又慈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設計部 副部長 洪維禧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財務部 部長 李正毅 

學生會 行政中心 財務部 副部長 何佳珈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器材部 部長 陳昱甫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器材部 副部長 巴以甯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新聞部 部長 陳玟彤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新聞部 副部長 李家芃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學權部 部長 林鈺紋 

學生會 行政中心 學權部 副部長 王品宥 

學生會 行政中心 活動部 部長 吳宜庭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秘書長 林旻柔 

學生會 學生議會 秘書處 副秘書長 陳均涵 

請假 李敏誠、解朝程、洪宇榛 

缺曠 章子昕、貴萬宇、常家晟 

 

壹、簽到、秘書處清查人數 

應到：19人 

請假：3人 

缺曠：3人 

出席：13人 

法定：10人  

出席率：81% 

貳、主席宣布開會 

現在是 17時 19分，主席在此宣布開會。 

參、正副會長報告 

請見附件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gle8QG3nOC1h0HnKQzznZJouanFcEBR/view?usp=sharing


肆、學權部報告 

請見附件二。 

伍、秘書處報告 

請見附件三。 

陸、人資部報告 

請見附件四。 

柒、社務部報告 

請見附件五。 

捌、公關部報告 

請見附件六。 

玖、設計部報告 

請見附件七。 

壹拾、財務部報告 

請見附件八。 

壹拾壹、活動部報告 

請見附件九。 

壹拾貳、新聞部報告 

請見附件十。 

壹拾參、器材部報告 

請見附件十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6z68A6_7vRdsQaSV1qh2UnsYhcMGhe1/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m_ZKlQ5IPu99I9dHNEpdubc5_ewcr5/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uhUe1V6yuGuHVLpEUz3E1P-zu3VIx-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m8eONb11xh6FBfcqnYZ0sADWmU-bPFs/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F262_t8Y-CbsSYMbM9QsZKLogIQUc4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vOMl5Fn0yudbECx6I9VUSSRAZzjKJP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a7RY2TwC_qxK4frMgktilz5YsLla29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_se_rbhBuaZ1B95CnysM5hbZtSUy66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kFUqSx3F93stUc4_Ufb_KHwPdgrc4c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Mg8OBg9NyTwoXCq0wEEsuolHEWvlfa/view?usp=sharing


壹拾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秘書處處長 王名妍 

案 由：修改、刪除條文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十二。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5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涵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十三。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cATRaAfDirgh67TxLJkjAfpvW3x25H9/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hIFfrgsn484kjO1H0R5-3i1GCXXv5dh/view?usp=sharing


提案三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十四。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提案四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十五。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Rmokrhis0BBB3YYCkKWXmnFao5oVbt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BI3YXBEtqgydiuIFVVXU_aDhgoYNlDy/view?usp=sharing


提案五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十六。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十七。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提案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oPxuWUQnNOlbRu7XTxdJmWhQPZiuKs1/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L7HolxRCzcOw_oFYJQB6fc1c7VnPp7H/view?usp=sharing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十八。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提案八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十九。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提案九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eC_ASwxAmohD5AbzIzz9XH_5ymXA8F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bthGvvu948nDBrXKFbSM1zVidbVoHhs/view?usp=sharing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二十。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提案十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二十一。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提案十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tBweKswN4_rbYOx-VasEdQsz1Fqb5B7/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c8HT4XjCRwECxWHoeKWR_2d29ND5YKh/view?usp=sharing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二十二。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提案十二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擬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組織法》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二十三。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提案十三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3-sSZxNV-h9vJmbFCULVGFZP9cHLEpz/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2grX9HUQtet9CegEsOVIQM4kJY2yWXn/view?usp=sharing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議長 黃秉義 

案 由：茲擬訂《第二十一屆學生會學生議會第二次常務會議召 

              開時間》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二十四。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8人 

不同意：0人 

棄票：3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提案十四 

提案者：學生會 學生議會 議長 黃秉義 

案 由：茲擬訂《第二十一屆學生會學生議會年度計畫》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二十五、附件二十六。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8人 

不同意：0人 

棄票：3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cHvEOP6h9yi1GPlUidysh5byyrnwZx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WwcSn-0ZLl9L5qYM-skdD15Fh4_Hs0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TPwNutGcYpRSYtRh9EpDP07ckmDb77c/view?usp=sharing


壹拾陸、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茲娉任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輔導老師，敬請公決。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二十七。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7人 

不同意：0人 

棄票：4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臨時動議二 

提案者：學生會 行政中心 會長 李函蒨 

案 由：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 110學年度 短中長程發展計畫 

說 明：詳情請見附件二十八。 

 

提案表決（舉手決過半決）：  

同意：6人 

不同意：0人 

棄票：5人 

決 議：贊成多於反對，此提案通過。 

(一位議員因有事提早離開會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njp7doXngEMl8TuV63un9TlR1oIsMmO/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Tf3c3D_BIGjrrtp8_9oLIeKbP-efcVy/view?usp=sharing


壹拾柒、聲明與補述 

無 

壹拾捌、散會 

現在是 19時 10分，主席在此宣布散會。  



 

 

 

圖一、社務部施政報告。 圖二、公關部施政報告。 

 

 

圖三、議員進行討論事項。 圖四、議員投票。 

 

 

 

 

 



 

敬 呈 

會議主席 學生議會秘書長 學生議會議長 學生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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